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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谐师生关系之我见
邵阳市隆回县桃洪镇雨山铺盘古坝完小 邹凤君
近年来， 随着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小
学高年级学生自我意识日益增强。 在校园学
习、生活过程中，很多老师都觉得现在的小学
生也越来越难管了，一些学生甚至出现逆反心
理，就像个皮球，你拍得越重，它跳得越高。 尤
其是遇到一些违反校纪校规， 而又屡教不改，
甚至于与自己唱对台戏的学生，老师或者束手
无策，或者导致矛盾升级、师生关系恶化。
这种现象的存在，有社会大环境、家庭教
育等原因，也有学校、教师教育行为方面的原
因。 如教师对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缺乏认识，
对学生家庭生活背景缺乏了解， 对学生缺少
爱心和尊重、过分强调“师道尊严”，对优等生
和潜能生不能一视同仁，教育方式简单粗暴，
个人不良情绪迁怒学生等。
有鉴于此，作为教师，应不断加强自身修
养，提高教育艺术，才能正确处理好教育与被
教育的关系，才能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具体
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尊重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充分
认识学生心理特征及其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每个学生的气质和性格不可能完全相同，对
内向和外向两种不同性格的学生， 批评教育
的方式、力度等要有区别。 如对性格内向的学
生， 应着重培养其自尊心和自信心等个性品
质，并鼓励他们多参加班级活动；对性格外向
的学生则要着重培养其进取心， 防止其滋生
任性、粗暴等不良品质。 对学生不要空洞、繁
琐地说教，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循循善
诱。
第二， 要给每一位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
机会，使学生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最棒的。 首先
要充分认识哪怕犯错再大、再频繁的学生，也
都是希望受到老师、同学的尊重和喜爱的，这
是孩子的共性。 因此，要多设计一些针对学生
不同能力、不同特长的活动，让每个孩子都能
树立自信，这种自信就是一种正能量，让学生
获得成就感， 这就形成一种正向效应，“不听

话”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少。
感觉到自己在老师心目中有位置。 教师的爱，
第三，教师要有宽广的胸怀，包容学生的 应属于全班的每一个学生。 对待学生绝对不
犯错行为，认同和享受学生的成长。 对学生的 能厚此薄彼，对待男学生与女学生、学生干部
要求和期望不要过高、过急。 学习上，要经常 与一般学生、 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都应
为他们查漏补缺、耐心辅导，增强其获得知识 该一视同仁。 表扬和批评学生要实事求是，方
的成就感，增强学习信心和能力，尽可能消除 法得当。 对优生不偏袒，对差生不歧视，对中
其自卑情绪；在管理上，对容易犯错的学生要 等生不忽视，将爱倾注在每一个学生身上。 教
重教育挽救、轻处理打击。 每个人都有向善的 师不能一视同仁，“失宠” 的学生就会或破罐
一面、都有向上的心态，即使犯了错，也希望 子破摔，或与教师顶撞。
不被歧视。 如果对犯错学生，只是一味地求全
第五，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切忌强迫
责备、追求完美，对其总觉得这不顺眼，那不 命令。 现在的学生接触外界环境的渠道非常
如意，教育与被教育就会成为两张皮，互不粘 多，师未必贤于弟子，出现学生质疑、甚至唱
连。 尤其是对待犯过多次错误的学生，采取冷 “反调”的情况已很正常。 对此，作为教师切不
嘲热讽、给白眼，甚至是“穿小鞋”，则更会事 可轻易生怒， 而应和气引导， 如果是教师错
与愿违。 所以我们要对犯错学生，在严格要求 了，也要有“智慧”地认错；假如是学生不对，
的基础上，注意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进而 应恰当处理， 讲究方法， 切不可为了面子以
因势利导。 如此，就能较好地使他们去掉自卑 “唯我是理”来压服、训斥学生。 在学生品德成
心理，认识错误并及时改正。
长的过程中， 对学生的犯错， 应该多晓之以
第四，要对学生一视同仁，让每个学生都 理，切不可轻率命令、谴责，甚至体罚。

浅谈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衡阳市衡阳县三湖镇中心学校 王小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的目标
包括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
能力。 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重视知识的
传授，而忽视情感目标的渗透。 语文课，应该
洋溢着一种语文课独有的情感氛围和人性
美，只有将教师、学生、教材的情感融合贯通，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才能构建一个精彩纷
呈的语文课堂。 因此说，教师会因激情而魅力
四射，学生会因激情而生机盎然，课堂会因激
情而流光溢彩。 下面，笔者就语文教学中的情
感教育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引领学生情感，激发学生兴趣
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曾说过：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只有
当学生对所学的科目产生浓厚的兴趣，学习
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学习也才能够
达到最佳状态。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为学
生开辟一条“以情育情”的通道，从生活和学
习中入手，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 首先，教
师应塑造自己的人格魅力， 丰富自己的学
识。 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创设一个灵活多变，
妙趣横生的课堂，才能触发学生的思维。 同
时，教师应树立“大语文”的观念，引领学生

向生活学习。 生活有多宽广，语文领域就有
多宽广。 在广阔的生活中去学习语文，会更
有趣、更有效。 学生对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自然而然会在学习中与教师产生情感共
鸣。
二、巧设教学过程，激起学生的情感波澜
课堂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核心， 教师应精
心设计好每一堂课，每一个环节，使学生始终
在兴趣盎然中学习语文。 著名教育家魏书生
认为：“激发学生兴趣，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是上好一堂语文课的关键所在。 ”好的导语如
演奏家拨出的第一个音符， 散发出迷人的魅
力，能迅速抓住学生的心。 因此，精心设计导
语， 把学生领入作品的情境中， 显得尤为重
要。 比如，笔者在讲解《故乡》一课时，就设置
了这样一个导语：“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
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是一
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月是
故乡明’ 是乡情， 已积淀为我们生命中的血
肉。 饱经沧桑的鲁迅先生对故乡的体验又何
尝不是如此？ 让我们一起走进小说《故乡》，去
触摸先生的情感。 ”这样就使学生带着情感去
体会“我”回故乡的喜乐悲愁了。 在对文本的

探究中，教师要有创新意识，抓住情感点巧设 “讲”等一系列教学活动之中。 在“导”中，语
环节激发学生的情，使教师、学生与课文发生 言要精练，必须动情，使学生一开始上课就
情感共鸣。 如在教学《我的叔叔于勒》一课时， 进入蓄势状态。 在“读”中，应该准确、流利、
就让学生写一个小剧本： 假如菲利普一家人 或慷慨激昂，或缠绵婉转，或义正词严，或清
旅游后，在返回的游轮上被于勒认出来，又会 新明快。 比如余光中的《乡愁》是一首意象丰
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通过这种让学生自写、自 富、深情而美的恋歌。 这首诗歌，写的是个人
导、自演，能够让学生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 的母子之情、夫妻之爱、生死之痛以及对于
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大陆故乡的怀念。 教师用深情、舒缓而又略
这样， 该课的情感目标就在学生的表演过程 带哀伤的语调朗读，学生自会在老师的朗诵
中得以实现， 内心的爱憎情感表达也就水到 中体会到海外游子浓烈的思乡之情和爱国
渠成了。 所以说，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不能只 情怀。 在“讲”中，教师要做到语言亲切，优美
有教师的活动，学生也必须参与，要给学生充 生动，循循善诱，并可辅以手势等肢体语言，
分发挥动脑、动手、动口的时间和空间，创造 将课文中的无声文字变成有声有色的语言。
一个宽松的课堂，使课堂气氛和谐、活跃，达 这样，教师通过自己的喜、怒、哀、乐给学生
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 不断激起学生的 以深刻的影响，使每个学生心中都能盛开美
情感波澜。
丽的情感之花。
三、燃起激情火花，触发学生情感共鸣
总之，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要营造语文课
于漪老师曾说：“教学激情是火种，而教 堂教学的气氛，使师生的情感产生共鸣。 教师
师首先得燃烧自己。 ”要想学生感动，教师自 应精心设计课堂教学，把教师、学生、课文三
己先要感动，要使学生情感充沛，教师自己 者有机地融为一体， 以自身的知识和人格魅
先要情感充沛。 如果教师进入了角色，产生 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语文课堂教学变
了激情，那么课堂才会摇曳生姿。 教师的激 得生动起来，从而达到陶冶学生情操，提高语
情应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 包括“导”“读” 文教学质量的目的。

众口铄金之麻木 积毁销骨的悲凉
——
—从《呼兰河传》反思对封建迷信“小市民”群体的批判
中南大学汉语言文学 1703 班 杨洋
清幽荡漾的呼兰河层递着冷风的涟漪，
或许河上的微澜终有一刻会随着时光远去
的风而停止，但这河水却一刻也不曾放缓地
在每一个经过河岸或是渡河而过的行人，甚
至是在河中击水的“冬泳者”们的心里流淌
着。
《呼兰河传》，作者萧红，描绘了上世纪 20
年代北方一座平凡的小城呼兰， 以及平庸的
小市民们普通的生活。 《呼兰河传》不是为某
一个人作传，而是为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小
城作传。 萧红以自己童年生活为线索，把孤独
的童话故事串起来， 形象地反映出呼兰这座
小城当年的社会风貌、人情百态，从而无情地
揭露和鞭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社会形
成的毒瘤， 以及这毒瘤溃烂漫浸所造成的瘟
疫般的灾难。 那时日本还未大举侵略中国，但
在看似平静的河面之下却布满了汹涌的暗
流。
在笔者看来，《呼兰河传》或许有点“假”，
又或是不忍去接受如此残酷的真实。 比如在
小团圆媳妇家， 前前后后为了治她这莫须有
的大病，共花去了五千多吊钱。 在生活必须的
小钱上对自己苛责节俭， 而当诈骗打上了鬼
神的幌子时，却又将钱视为身外之物。“可怜

‘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么热闹，而是心里
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也难怪大孙 “
媳妇会私奔跑路，若是“凌辱治愈法”也分先 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
后，那按顺序排到下一个必然是自己了，当一 ‘我’想将来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没有人的
个人还有做出选择的空间与时间时， 没有人 地方去看一看……”说明主人公(亦不妨视作
会选择白白等死吧， 于是她理所当然地没有 萧红本人) 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怜悯与追求，呼
例外。 退一步来说，若是花去这“
身外之物”能 兰城的市民们向来是“热心肠”的，爱看热闹，
换来一个心安倒也算得上精神胜利。 但婆婆 提供所想到的各种治病救人的“良方”，虽然
发现围观者寥寥的时候竟开始了自我怀疑， 最后的结果是抹去尊严的“病人”：小团圆媳
如文段所述：“她心里是又悔又恨， 她简直忘 妇作为旁人看热闹的引子于屈辱中凋零。 呼
了这是她的团圆媳妇烧替身， 她本来打算念 兰河的人固守在自己的循环系统里麻木地活
一套祷神告鬼的词句。 她回来的时候，走在路 着，或许愚昧本身才是最大最本质的恶，他们
上才想起来。 但想起来也晚了，于是她自己感 看似无辜， 确实则似群魔乱舞一般近乎所有
到大概要白白的烧了个替身， 灵不灵谁晓得 人都站在了施害者的队伍里。
呢！ ”这可真算得上是莫大的讽刺了。 一场荒
以我们如今的道德标准来评判， 呼兰市
谬到以至于丝毫不值得同情的悲哀！
民们的行为自然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萧红终究是寂寞的，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 相径庭的， 可那个时代行径平凡而灵魂麻木
出来，当所有人都凝神屏息，围观目睹一个女 的人们却浑然不能自知。 明目张胆的虐待在
孩在沸水之中的挣扎和痛苦之时， 他们是多 呼兰河的人们眼里也只是敬神的一场狂欢罢
么的专注而新奇。 主人公“我”似乎站在了这 了。
群人之外， 以悲悯而又无力的目光扫射每一
婆婆管教儿媳， 大人拿儿子出气， 有错
吗？ 封建纲常很自然地回应着：“没有。 ”习惯
个人。
文中有这样一段格外吸引笔者的注目， 就这般代代相传，若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小团
尤其是在看完全书之后愈发觉得其中蕴藏着 圆媳妇经受住了婆婆的各种折磨， 她那黑长
一 种 弥 足 珍 贵 的 力 量 。 作 者 如 这 般 独 白 ： 的大辫换成了农妇寻常的齐耳短发， 显得格

外乖巧；看见主人公“我”那样天真的小女孩
也不会偷着笑了， 在心里早已觉得自己不属
于那类幼稚的群体， 甚至免不了挂上几句奉
劝她乖巧懂事的告诫；待人处事变得害羞，坐
姿不再笔直，佝偻着背显得矜持而收敛；不再
爽朗地一顿吃上三大碗饭； 忍耐力大幅提升,
婆家就是娘家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天大的
痛苦过两天就自愈了， 甚至流不出眼泪……
以及会哄婆婆开心了，一家人其乐融融。 在若
干年之后出现了“小小团圆媳妇”若不顺心便
再来一遍，如是循环“
拯救”她。 所以说小团圆
媳妇的婆婆可能就是成长于这种扭曲的家庭
环境之下，有病求神不问医，世界观扭曲了自
然是无药可救，可恨之人也有着可怜之处吧，
正如“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亦
不能医好一个没病的人。
一个人之所以残忍便是因为他不知道何
为残忍。 萧红的文字有种流淌的感觉，不自
觉地浸润到读者心里，文字如流水般地把对
封建迷信的控诉融注其中。 读闭合页，惟愿
每一个渺小的人心里也能存一份善良，就算
只是普通的群众， 对生命须尚存怜悯与敬
畏，方能平凡而不止于平庸，痛苦也终将得
到拯救。

